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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
學術座談會報導

▓長  弓
就在中華民國101年即將走完的歲

末12月14日，華僑協會總會舉辦「外國

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學術座談會，邀

請常務理事沈大川、許文堂教授、陳鵬

仁教授分就美國人、法國人、日本人怎

樣看待中國人，發表研究心得。沈大川

以他居住紐約二十餘年與美國人接觸經

驗，從人類學角度，分析從清初到現在

美國對中國的看法與態度。許文堂以他

在巴黎留學實際接觸，認為法國人基本

上瞧不起中國人，他蒐羅法國人嘲諷中

國人的漫畫，歡笑中帶點戲謔，改變自

己，才能贏得尊敬。陳鵬仁以他在日本

30年實際工作經驗，認為在日本華僑的

成就與表現，日本人都要豎起大姆指。

參與座談人士幾將會場塞滿，互動

熱絡，微型研討會具體展現出小眾傳播

的魅力。

陳三井的開場白

理事長陳三井開門見山便說，陳明

教授、王應機委員捧沈大川的場，今天

參加人員可謂高朋滿座。

今天主題是「外國人眼中的中國

人形象」，也就是外國人怎麼看待中國

人。外國人看待中國人大概不出以下三

個範疇，一是中國人的民族性，二是中

國這個國家，第三是中國文化。談中國

人形象，切入的角度會不一樣，或論國

家的形象，或論民族性，或論文化，有

的可能是直覺的，有的比較膚淺的，有

的甚至是歪曲的。那麼哪些外國人可配

談中國人的形象呢？大致上可以分為幾

類，一是所謂的旅行者，從最早的馬可

波羅說起，史載馬可波羅和他的父親在

中國待了十幾年，他的《東方見聞錄》

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模糊的形象，也擴

大了西方人的視野。第二類是遣使，也

就是大使、外交官。第三類是傳教士，

從最早的利馬竇開始，其後有湯若望等

人。第四類是啟蒙大師，從法國啟蒙時

代的大師盧梭、伏爾泰到孟德斯鳩，或

到德國萊布尼茲那個時代，他們對中國

文化是有好感的。第五類是有野心的冒

險家，到中國探險。第六類是商人，到

中國經商。這六類外國人與中國接觸，

他們對中國的一些看法湊合起來，成為

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

鄭安國主持論文發表

論文發表主持人由常務理事鄭安國

擔綱，他十分認同陳三井的看法，希望

有機會請陳三井以專家身分來為大家上

一堂有關本主題的課，一定會非常吸引

人。今天主題確實非常廣闊，研究論文

再怎麼寫都寫不完，從通俗的角度切入

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

今天發表論文專家學者，一是常

務理事沈大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

學碩士，在紐約華埠從事華人服務工作

行行，24日我們藉亞航6126班機，越島

飛航半小時，進入後段旅程的檳城。

翌日，我們依序走訪喬治市打銅

仔街120號中山先生的檳城革命基地，

這棟名列世遺核心區的老屋，簡介指陳

它在古雅中蘊藏偉大的歷史，現為紀念

館；孫先生在檳榔嶼策劃1911年廣州黃

花崗起義的革命事蹟，於此供諸後人瞻

仰崇念，館內還提供英、巫、泰及中文

導覽，室內陳設、家具等用品、匾額，

悉如舊觀，滿牆文獻，在在訴說奮鬥過

程，我們親瞻盈庭文物，好像中山先生

剛剛外出，大家不便久候也不忍叨擾。

頓悟「敬如在，敬神如神在」的境

界，是如此之真！

11月25日，我們參訪逾百年歷史的

檳城閱書報社，亦即孫中山紀念館。

此一由中山先生於1908年12月創辦

的機構，曾肩負團結華僑、支持革命

的沈重使命，1910年中國同盟會南洋總

會，自新加坡轉移於此，中山先生每次

來到檳城，必在此處召見同志，面授機

宜，館前廣場，豎立中山先生與當年忠

貞不渝，矢志追隨獻身革命建國大業的

第一任正副社長吳世榮和黃金慶的塑

像，神態饒富果決堅毅奇氣。

展廳最為生動感人者，是由當地藝

師工匠，以泥塑人物及場景，詮述黨人

曾遭清廷刑求、處決慘狀，同志前仆後

繼，緊抱我死則國生信念，召開緊急會

議、籌募軍需、振奮人心、力挽狂瀾、

擴大浪潮，奠定成功基礎；相關過程，

有如動漫，表現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猶在栩栩如生的設計。

蔣中正在韶關陪同孫總理北伐，於

專列車廂，其製作等於呈現一頁活的歷

史。無須開卷，近觀倦容，便已懷憂！

中山先生於就任大總統時，曾特頒

「旌義狀」予檳城閱書報社，表彰此一

大本營的勳績，他的坐姿立像，於墨寶

環繞當中，吳稚暉說他的人格風儀是自

然偉大，足證所言不虛。

華教百年磨一劍

賞古蹟、飈三輪、逛姓氏橋、大

啖榴槤，則是此行的餘興、臨別，還充

分利用午前的一點餘暇，依序訪視韓江

國際學院華人文化館和檳吉台灣學校，

藉以暸解海外華人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韓江館豐沛的藏品和史料，檳吉台

校的盡瘁經營，同仁在知的視野與動人

的篇章中，不難體認到榮枯不須臾，盛

衰有常數；而成功的要素，恆在一點真

毅力與真精神，城市的面貌天天翻新，

我們在它的陰影下行走，也只看見它的

片面，星馬八日，我所發現它們的共通

點，是大樹挺拔，綠意盎然，而挺拔，

是需要不斷吸取日月精華，隨境而綻放

堅強生命力的。

走馬觀花的探索，好比山裡看白

雲，白雲不在山，山外看白雲，雲即在

山間，僑協秘書處策劃這樣的壯行，有

梯登百步高，峯尋第一着的立意，同仁

若在緊貼前人千秋氣節，細讀萬古精神

的感召，當知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

自苦寒來，便不至於小意思而尤人，小

不爽而怨天，來時不似人間世，搶景拍

照，只要日暖花香山鳥啼，偶有一二偏

執失格、踰越分際言行，成為團隊之

憾，則殊值共同省勉。（作者為本會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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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看法。人類自古以來，為適應生活

環境，對所接觸的任何事物，必須很快

組織，簡化複雜的印象，以減低行為者

所需付出的成本，而在組織及簡化過程

中，或多或少，會出現扭曲現象，形成

刻板印象。

對於非我族類的人，如何形成主

觀的印象或形象呢？當接觸到不同的文

化或社會時，會判斷是否帶來威脅感？

或是帶來一些合作機會？提升到國家層

級作判斷，衡量雙方在文化上的差異，

文明水準的高或低？軍事、經濟力量的

強或弱？經由接觸，累積訊息，因而建

構了對對方的看法。一開始時往往會有

正負兩個層面，有正有負，一旦印象形

成之後，具有某種慣性，就不太容易改

變，但這種印象並不是永遠不會改變。

當既有印象與新訊息之間發生了差距，

互動愈來愈大時，便會修正原始印象，

甚至建構新的印象。

美國人看中國人

美國立國以來對中國的看法，從18

世紀到19世紀初，受到早期《馬可波羅

遊記》的影響，認為中國是個高度的文

明國家。《馬可波羅遊記》描述的中國

既是那麼美好，又是那麼神奇，於是西

方便籠罩在《馬可波羅遊記》所創造出

來的東方熱，一直影響西方世界對中國

的印象。雖然，1995年學術界考證《馬

可波羅遊記》是真抑或假，尚未定論，

因為不是馬可波羅親自寫的，而是他參

加一次戰役中被捕，在獄中口述，由他

人撰寫而成。美國在18世紀立國之初，

第一艘到中國的船叫「中國皇后號」，

回航時，載運了大批向中國買的絲綢、

瓷器、茶葉等等。那時候，美國對中國

的印象，是在文明上、能力上都是超過

美國的。但19世紀中期以後，中國一連

遭受到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到

八國聯軍的衝擊後，近乎停滯不前，與

西方社會當時彌漫的「進步的概念（Idea 

of Progress）」完全背道而馳。美國遂

發覺到中國並不是先前他們想的那麼先

進，無論在文化上、國力上均不如美

國，但是對中國義和團還是有一些恐懼

的，也覺得中國需要好好的幫助，遂將

庚子賠款還給中國，開啟了早期留學生

到美國讀書之路。與此同時，大批耶穌

基督教的傳教士到中國，興辦學校，設

立醫院。

1872年，美國公理會派遣明恩浦

（Arthur H. Smith）到中國傳教，在中國

待了半個世紀後，1926年返回美國。他

以在中國五十餘年的見聞，先後出版了

多本關於中國的書籍，其中一本《中國

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在20世紀初，深深影響美國社會對中國

人的觀感及印象。

1930年代，傳教士的女兒賽珍珠寫

出《大地》、《龍種》等書，《大地》

一書曾獲得普利茲小說獎及諾貝爾文學

獎，並拍成電影，獲得兩座奧斯金像

獎。西方社會透過《大地》瞭解到真實

的中國社會。當時正值日本侵華，中國

最需要歐美支持，能有這樣一本傳達中

國人及其日常生活基本價值的書，在西

方世界廣泛傳播，潛移默化中，自然贏

得國際的同情及援助。

當西方的強勢文明與東方弱勢文明

接觸時，強勢文明是陽剛性的，弱勢文

▲座談會現場。

多年，本以為沈大川會以其從事社會服

務的實際經驗來談論本次主題，但翻閱

報告大綱，確實是位學者。另一位是陳

鵬仁教授，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中

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在馬樹禮擔

任我駐日大使時，任僑務組長，是國內

少數日本專家，對日本政壇人物如數家

珍，著作達160餘本，可以說是著作等

身的多產學者。第三位是許文堂教授，

法國巴黎大學博士，中研院近史所研究

員，經常現身於各種學術會議，在學術

界相當活躍。他們三位各自在美國、日

本及法國求學及工作，現身說法，道出

美國人、日本人、法國人對中國人的印

象，絕對不會隔靴搔癢，而是生動有

趣。

沈大川〈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

象初探〉

沈大川說，六個月前接受陳三井及

陳鴻瑜的邀請，在本次學術座談會上，

報告30分鐘有關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

象，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老故事。那

是美國第28任總統威爾遜的故事，他是

歷任美國總統中，惟一拿到博士學位的

總統，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口才很

好，有人問他，準備一篇演講要花多少

時間？他答說：「如果要講3分鐘，至少

要一個月時間來準備；如要講10分鐘的

話，要兩個星期準備；如要講30分鐘以

上，即席就可以演講。」因為有這個故

事，於是一口答應。

但後來仔細想一想：「不對啊，我

沒有威爾遜的學問，怎可能即席演講？

於是重新作學生，努力用功了六個月，

但我不是學者，所以沒有寫論文，但有

大綱、圖表及參考文獻。」

他說，今天的主菜是陳鵬仁、許文

堂兩位教授論文，他說的只是前菜，希

望開胃。

以人類學觀點論形象

沈大川從人類學角度，分析西方社

會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特別是對美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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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菊花與劍》的作者、人

類學家Ruth Benediet，她從未到過日本，

但透過當時日本發佈的宣傳電影、集中

營中的日裔美國人和戰俘的訪談紀錄以

及日本人的文學作品中收集資料，完成

這本著作，改變戰前美國對日本一無所

知的情形。同樣道理，中國大陸與美國

也透過各種研究，瞭解對方，採取適當

對策，可以預知，既合作又對抗的模

式，將是大國遊戲的準則。

傅滿州與陳查理

原本要談美國人對中國人印象中有

關「傅滿洲」與「陳查理」的形象，由

於時間關係，點到為止。

「 傅 滿 洲 」 是 英 國 小 說 作 家 S a x 

Rohmen（薩克斯‧羅默）1875年描寫黃

禍的擬人化形象系列創作，前後十餘部

小說，也拍成十餘部電影。以虛構人物

Dr. Fu Manchu為主角，按照書中的描述，

他瘦高禿頭，倒豎兩條長眉，面目陰

險，統領黑幫，控制整個歐美與世界，

其實就是黃禍的擬人化形象。20世紀初

至今九十餘年，經常出現在電影、電

視、廣播、漫畫及卡通中。1923年首次

出現在英國默片，1929年首次現身在美

國電影。「傅滿洲」形象直至今天，仍

然是不少歐美人對於中國人的印象。

「陳查理」是美國小說家Earl Derr 

Biggers，根據檀香山華裔警探張阿平偵

破當地案件的故事所虛構人物故事，描

寫的是華裔探警陳查理以他出色的鑑識

專長，偵破大型案件的故事。有點類似

李昌鈺，但他言必稱「孔子說」，這個

角色反映了西方人心中較為正面的中國

人形象。自1930年代至今，美國好萊塢

先後拍五十餘部「陳查理」電影，也改

篇成電視劇和卡通片，給美國人留下深

刻印象。

許文堂〈法國人眼中的中國人〉

許文堂謙虛說，沈大川說他的報告

是前菜，但這個前菜已夠豐盛了，而他

的口才不及沈大川及陳鵬仁兩位，所以

要用powerpoint播放圖片來取勝。這些

法國人所繪的漫畫至為傳神，可以說是

將法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發揮得淋漓盡

致，雖然有些是帶有羞辱的味道，但是

我們要以輕鬆心情看這些漫畫圖片，看

了也會發出會心的一笑，既然是漫畫也

就不要太當真。

別人看我們，就好像我們自己在

照鏡子一樣，外表雖一樣，但裡面是看

不見的。這是一種集體心理，也就是心

態史學，藉由研究心理來瞭解集體群眾

的生活經驗表現在日常生的態度，等於

是研究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心態

會變動，印象也跟著改觀。到法國讀書

時聽到的第一個笑話是，法國小朋友認

為，用手指往地上挖，便會到中國，中

國就在地球另一端，中國很大，隨便一

挖，都是在中國領土。

法國人對中人印象，先從清朝說

起，起初是一位傳教士帶了一位廣東人

叫黃嘉烈到巴黎擔任法國皇家翻譯官，

後來就定居巴黎。他穿著清服，留著辮

子，到街上購物時，法國人覺得好玩。

在中國的傳教士定期寫報告回法國，或

法國水手記載到中國的見聞，這是法國

人對中國印象來源。到法國定居中國

人，綁著辮子，法國人看起來像是豬尾

巴，於是將中國人辮子與豬尾巴結合在

明是陰柔性的，這個西方人的印象對中

國很重要。因為，1943年蔣宋美齡到美

國訪問時，受到美國朝野熱烈歡迎，為

中國的抗日帶來生機。石之瑜教授十多

年前寫的《宋美齡與中國》一書，資料

豐富，非常生動，透過美國當時第一手

媒體報導、各式漫畫，對蔣夫人有新的

看法。石之瑜認為，蔣夫人在美國接受

教育，融會西方文化與東方女性特質，

再加上第一夫人的身分，她的英文及外

觀儀表深受外國喜愛，帶給美國社會嶄

新的感覺，認為中國西化之路需要美國

幫忙，尤其是在國會演說，加深美國對

中國的同情，加深美國對日本壞印象，

確實為當年國民政府帶來美國巨大的援

助。

中國如何看美國

1949年，中共建政後，美國對中國

的形象也有所改觀。中共統治大陸初

期，背後有蘇聯老大哥撐腰並參與韓

戰，成為美國的敵人，美國認為有威脅

感，而且其極權統治的本質違背美國立

國的基本的價值觀。1966年，文化大革

命改變了美國對中國的看法，過去認為

鐵幕裡人民被綁得死死的，文革一起，

動盪四發，發覺到大陸極權控制人民並

不是那麼容易，也瞭解到中國內部是有

活力的，雖然還是帶有威脅，但也逐步

考量是否可以變成合作的對象，打「中

國牌」對抗蘇俄。因為當時共產世界並

非一元而是多元的，中共與蘇聯存在衝

突與矛盾，以致發生珍寶島戰事，接著

又在新疆國土接壤處，發生武裝衝突，

蘇聯一度考慮要使用核武，而為應付核

武威脅，北京高喊「深挖洞、廣積糧、

不稱霸」。1970年代的越戰，美國陷入

泥淖，為求脫身，遂有1971年季辛吉訪

問中國大陸，為1972年尼克森的訪問鋪

路，也促成卡特1979年與大陸建交，但

是1989年天門安事件爆發後，又改變了

美國對中國大陸看法，採取了既合作又

對抗的策略。其後中國的和平崛起，中

產階級興起，城市與鄉村人口各半，所

以美國研究機構咸認，中國大陸將於

2030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

體，歐巴馬總統雖說美國不怕中國挑

戰，但是己悄悄改變全球兵力部署，將

重心逐步轉到亞洲。 

前面談的都是美國對中國的印象，

但中國對美國的印象又如何呢？中國如

何看美國呢？參考文獻有今年9月《美國

外交雜誌》刊出〈中國如何看美國—北

京恐慌匯總〉一文，美國人想知道，中

國的崛起對美國是有益還是威脅；中國

的政策制定者也在思索著，美國是打算

傾其之力幫助中國，還是傷害中國。

成吉思汗與習近平

2012年12月3日出版的美國《新聞周

刊》以成吉思汗為封面，《時代週刊》

以習近平照片作襯底，一位是八百多年

前征服歐亞大陸建立蒙古大帝國的英

雄，一位是剛接掌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西方主流媒體不約而同以中國人物作封

面，是否代表了西方人認為黃禍再起？

或已經認同中國重新回復到鴉片戰爭以

前主宰世界的地位？有待時間來觀察，

但中國和平崛起已經為強盛的中國作預

告。2009年英國學者Martin Jacques寫的

《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書，值得大家細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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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沈大川、陳三井、陳鵬仁、鄭安國、許文堂、陳鴻瑜。

三千人，到了1960年代興起，中國形象

變化。1964年，戴高樂承認中國，但戴

高樂從未到中國訪問，因為1966年文革

起，中國紅衛兵留學生到法國，培植一

批毛派勢力。1968年，戴高樂被毛派學

生反對，提出修憲但修憲案沒過就下台

了。反而是他的繼任者龐畢度有到中國

訪問，漫畫圖片顯示龐畢度可以用筷子

吃中國菜，全身插滿針灸。

大體上來說，1960年代末到1970年

代初，法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比較友

善的。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門戶打

開，中國還是有負面的缺點。1980年

代，大批溫州人進到巴黎，在第20區形

成了中國城。1982年底到巴黎留學，不

出幾年，第13區華人餐廳雨後春筍開

立，大多是由1975年從中南半島來的華

人開的。當年約有約十幾萬人華人難民

逃離，免遭共產黨迫害。

2008年北京奧運，拓寬道路，拆民

房，引起抗爭，外界很少知道。一幅漫

畫諷刺大陸之不尊重人權，解放軍對採

訪記者說：「採訪前，請先將你的人權

放到衣櫃裡。」這表示法國人對於中國

漠視人權的抗議。

改革開放後，一群大陸觀光客到

巴黎，實際上不是觀光而是採購，但給

法國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像是不排隊、

大聲喧鬧、亂吐痰、隨地抽菸。拉法葉

（Lafayette）是法國歷史有名戰將，有百

貨公司以「拉法業」為名，到了中國翻

竟譯成「老佛爺」百貨公司，老佛爺帶

有貶低的味道，不知法國人是怎麼想？

中國大陸現在是經濟強國，但大

陸人民的水準還是需要教育及時間來改

變，也許再過個幾年，這些負面的漫畫

肯定會逐漸減少，但不會絕跡。

提升自己的水準才能改變人家對你

的印象，個人如此，國家亦如是。

陳鵬仁談日本人眼中的華僑

今天主題「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

象」，帶有負面味道，若改成「外國人

心目中的中國人形象」更有正面意義，

因為前者是對現況的批判，後者是對未

▲西方人認為中國人是集逃稅、賭博、賄賂、吸毒、走私人口、不道德、廉價勞工等於一身的
八爪魚，值得我們反省惕厲。

一起。在法國定居華人，做些小生意，

像是雞尾酒杯上的小傘，女人就靠展示

三寸金蓮的小腳謀生賺錢。這些當然都

是負面的印象。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湖北、四

川、河南開始有人到法國、比利時、英

國留學。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其實最

早不是在夏威夷，而是在歐洲招募的一

批留學生，辛亥革命在當時並沒有引起

很好的印象，所以孫中山在歐洲奔走募

款，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為什麼呢？因

為十年前庚子之亂，法國人認為辛亥革

命事件會對在中國的外國人產生傷害，

反而較認同袁世凱可以帶來安定。所

以，在清朝時期，中國人給法國人的印

象就是辮子、小腳、動亂、抽鴉片，可

以任外國瓜分。

民國初期，法國一下來了十幾萬中

國人，華工與歐戰、勤工儉學的發展，

因為一戰時缺乏人力，所以招募大批華

工來到巴黎，挖戰壕或到工廠工作，同

時也帶來了娼妓、鴉片、治安、賭博等

問題。

民國時期，在法國華人中，溫州人

居多，經濟力強。二戰前夕反猶太人，

猶太人原先做的裁縫、皮件、皮包等，

全由溫州人取代。據學者調查，1930年

代當時華人約有17,000人。二戰時，法

國人對中國是帶有同情的，但對中國人

帶有「貧、病、弱、愚、私」的偏見。

「貧、病、弱、愚、私」是胡適的用

語。

1949年，中國劇烈變動時代，極

少數人逃難到法國。1956年，華人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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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華僑大多是到日本留學，留下來的華

僑，而大陸的中國人大多是去日本謀求

生活的居多。因此，日本人對於台灣出

身的華僑比較有親密感。

1972年，日本與中共建交，我國與

日本斷交後，我從紐約到東京協助馬樹

禮先生，在日本從事僑務工作前後達13

年之久，對於這種情況比較有這樣的感

受，這沒有好壞的問題，而是一種籠統

的感覺。

在日本僑界早已不分台灣、大陸的

華僑，彼此和諧。但是釣魚台事件爆發

後，日本人與華僑的相處多少會起一些

微妙變化，有待時日觀察，這是要特別

補充的。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由秘書長陳鴻瑜主持，

有人以他在外商公司做事經驗，談到英

國人對中國人的不友善；有人談到僑居

地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的排華事件，

肇因華人充當殖民者的打手，殖民者撤

離後，華人是第一個受害者，雖然華人

掌握經濟大權，但政治地位始終難與經

濟地位相提並論。越南這個國家比較特

殊，數千年來就是中國的附庸國，向中

國進貢，所以越南民族潛意識裡就有反

中國的傾向。

沈大川分發每位一紙「西方研究中

國人的68個特徵」作為飯後甜點，陳三

井發言表示他一個都沒有，尤其是「在

餐館用餐後互相搶著埋單」這一項，

他絕對沒有。大家哄堂大笑，在歡笑聲

中，結束座談。

陳鴻瑜預告102年1月25日座談主

題是「唐人街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part 

II」。（作者為本會會員）

費城分會活動報導
華僑協會總會費城分會參與中華民

國101年雙十國慶晚宴，10月4日的慶宴

有四百多嘉賓出席，包括駐紐約台北經

文處處長高振群伉儷，費城市議員、官

員、費城僑團。費城分會會長陳強、副

會長陳啟莊，許錦堃，常務理事陳姿，

蔡振榮，理事何華彬，秘書長鄧雅雲，

財政巫懋金等。

費城中華公所董事長陳子強、蔡

振榮，美洲協勝公會元老陳姿在晚會致

詞，回顧與緬懷國父孫中山先生在101
年前領導革命的成功，乃創立亞洲第一

民主共和國的中華民國。

高振群大使向費城僑界多年來對中

華民國的支持，表達崇高的敬意，並贊

助3500美元作基金。

華僑協會費城分會積極參加當地

僑社舉辦的各項活動，如雙十國慶、美

國國慶、春節聯歡。2011年秋天曾組團

「美東、加拿大巡航七天郵輪之旅」；

新春期間，邀請香港影視名星江欣燕來

費城與僑胞舉辦迎龍年聯歡。（編輯

室）

來的期許。

未報告前，講個笑話。許文堂漫

畫圖片中，有中國人綁著辮子。中國第

一批去美國留學的留學生，在橫濱等船

時，到港口散步，一位留學生不小心跌

落海，日本人見狀，一把抓起辮子，將

他拉上岸。這是留辮子的另一個好處。

我的報告主要是談日本華僑在日本

各行各業的優異成就以及種種表現，來

呈現日本人眼中的華僑形象。

在日本的華僑可能跟其他國家華僑

不同，因為日本與中國關係很深。二千

多年前的秦始皇時代，派徐福率三千童

男、童女到日本找仙藥的故事一直流傳

到現在。日本有三個地方有徐福廟，和

歌山的徐福廟是真的，因為附近的日本

人還再過舊曆年，其他兩個方當作景點

來吸引觀光客。

清朝時，很多中國人到日本做廚

子、口譯、寺廟建築及雕刻等工作，如

1854年簽訂「美日和親條約」的帕利將

軍之秘書是廣東人羅森，負責口譯。

日本人中有很多中國人的姓氏，有

姓秦的、姓黃的，由姓氏中可以知道他

們應有中國人的血統。五年前，我寫了

一本《近代日本文化史導論》，陳述日

本與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發展，大家可

以參閱。

日本僑界中，在文學上最有成就的

當屬陳舜臣，曾引介日本作家司馬遼太

郎給李登輝。棒球好手王貞治不僅日本

的也是全世界的，到現在還拿中華民國

護照，王貞治後援會會長張和祥，是東

京山王飯店老闆。一年某日，當王貞治

打出世界全壘打紀錄時，張和祥在他的

飯店宣佈，當晚到他飯店用餐全由他請

客。王貞治會參加活動時，會在棒球上

簽名，簽過名的棒球用錢也買不到。

翁倩玉前幾天在國父紀念館舉辦她

個人版畫展，她的版畫極為精緻，價格

很高，聽說一幅要百萬元台幣。她的父

親翁炳榮，戰後中廣派到日本的代表。

她的祖父翁俊明，在袁世凱復辟帝制

時，曾與杜聰明攜霍亂弧菌毒袁世凱，

惜未成功。日本佔領台灣時，亦曾經領

導台灣人抗日。台灣光復後，曾任台灣

省黨部主任委員。

林海峰是日本本因坊圍棋名人，

有資格可以封人幾段棋術的證明。迴轉

壽司是陳金鐘發明的，在台灣叫爭鮮，

在日本叫元祿。日清速食麵是吳百福依

據台灣的雞絲麵發明出來的，賺了很多

錢。杏林大學創辦人陳進勇，為東京一

所醫科大學，培養不少醫界高手。歐陽

菲菲在夜總會唱歌時，很多日本人想跟

她握手，歐陽菲菲都會拒絕，免遭鹹豬

手。

此外，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橫濱成

立興中會日本分會，也是與對中國革命

最有功勞之日本同志宮崎滔天認識的地

方，橫濱中華街馳名世界。

在日本人心目中的華僑是怎樣？在

日本朝鮮人很多，大概有七十萬人，但

在日本人心目中，華僑的形象遠比朝鮮

人好很多。

而在日本的華僑，比其他國家的華

僑情形更加特殊，這是由於台灣曾經是

日本人的殖民地50年又4個月，二戰後

才恢復中國人的身分，成為華僑，與大

陸人在日本的老華僑有些不同，因為台


